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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应用已成为我国当代大学生学习和

生活中的一部分，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方式、生活习惯、职业选择等。因此，以自我

效能理论为基础，研究微信使用对大学生职业发展自我效能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理

论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大学生微信使用和职业发展的具体特点，提出了两条影响路径( 4 个假

设) : 观察学习 － 自我呈现 － 职业发展自我效能; 社会支持 － 社会关系 － 职业发展自我效能。
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提出的 4 个假设全部获得了支持。研究证实了微信使

用与大学生职业发展自我效能存在着正向关系，当大学生在微信中积极展示自己时，他们的职

业发展自我效能也会以积极的方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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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移动通讯网络和智能终端技

术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促使智能手机用户数量激

增，使原有互联网生态经历了从“传统互联网”到
“移动互联网”的转型［1］。智能手机具有携带方

面、操作简单、时刻在线等优势，已经取代电脑，成

为现代网络生活的新中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手机

网民规模达 7. 88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

比例高达 98. 3%。［2］。安装于手机等移动设备的

应用程序日益成为用户生活离不开的一部分，移

动社交应用是最为热门的移动应用之一。统计数

据显示，91. 8%的智能手机用户安装了移动社交

应用，其 中，微 信 是 中 国 最 流 行 的 移 动 社 交 应

用［2］。微信是腾讯公司 2011 年推出的移动智能

终端，提供多种移动服务，包括文本和语音的移动
通信服务、移动社交网络服务等，受到人们的广泛

喜爱，2018 年第一季度微信用户数已达到 10. 4
亿，用户中 60%以上是年轻人( 15 ～ 29 周岁) ［3］。

在众多的社交应用中，微信是最受我国当代

大学生喜爱和欢迎的社交应用［4］，它正逐渐改变

大学生的交流方式和生活方式［5］。学术界对大

学生使用微信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使用微信能

够给大学生带来积极的影响，能够减少大学生的

孤独感［6］，填补现实生活中的不足，带来全新的

体验［7］。另一种观点认为，使用微信会给大学生

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使用频率过高，形成手机依

赖，影响学习［8］，还会暴露隐私，影响人身财产安

全［9］。因为人们使用的环境、目的不同，同一个技

术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结果［10］。按照这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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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提出了技术可供性的概念，即一种技术

提供给特定情境下的用户行为的机会［11］。微信

也是一种信息交流技术，技术可供性的概念为我

们研究微信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注微信用

户在特定情境下想要什么以及微信提供给用户什

么样的能力来管理其所处的特定环境。目前，大

学生是使用微信比例最高的群体之一，同时随着

高校扩招、国际贸易争端、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的

影响，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就业形势。
基于这两点原因，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微信如何

帮助当代大学生提升职业发展自我效能上。

一、理论基础

( 一) 职业发展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心理学家

班杜拉提出来的概念，是指“人们对其组织和实

施达成特定成就目标所需行动过程的能力的信

念”［12］。根据活动、任务或情境的具体性，自我效

能可分为 3 个层次: ( 1) 具体任务自我效能，指的

是对具体任务中的行为的自我效能; ( 2 ) 特定领

域自我效能，是一种更为一般的自我效能，指的是

对可界定的整个任务领域内的行为的自我效能;

( 3) 一般自我效能，指的是对应付生活中多种领

域中的问题的自信心。由此可见，职业发展自我

效能是属于第二层次的特定领域自我效能。具体

到职业发展领域，自我效能可以被定义为: 个体对

执行职业发展相关任务和完成职业发展所需课程

的能力信念［13］。大学生能够通过从事与未来职

业相关的兼职( 实习) 和参加与职业相关的培训

课程获得与工作相关的经验。比如，一个致力于

在银行工作的大学生，可以修读金融、会计等方面

的课程，同时利用假期到银行实习。如果他对自

己的课程学习和实习表现富有信心，那么他就具

有较高水平的职业发展自我效能。基于此，本文

对大学生职业发展自我效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大学生对执行与未来职业相关任务的能力信念，

和对完成从事未来职业所需学业课程的能力信念

两个方面上，它们都与大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

相关。

( 二) 自我效能的信息来源

根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自我效能的来

源包括亲历的掌握性经验、替代性经验、社会说

服、生理和情绪状态 4 个方面［14］。亲历的掌握性

经验是指个体通过自己的亲身行为操作所获得的
关于自身能力的直接经验。替代性经验是指通过
观察他人的行为，看见他人能做什么，注意到他人
的行为结果，以此信息形成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
的期待，获得关于自己的能力可能性的认识。社
会说服( 包括他人的说服性鼓励、建议、告诫、劝
告以及他人的暗示) 是用来试图使人们相信自己
已拥有获得成功的能力。生理和情绪状态是指人
们在判断自己能力时所依靠的生理和情绪提供的
躯体信息。

亲历的掌握性经验是自我效能的最主要来
源，这在数学学习自我效能、网络自我效能等多个
领域都已得到验证［15 － 17］。通过虚拟网站或仿真
平台，个人能够体验到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经
历的职业领域，从而提高个人的职业发展自我效
能［18］。与之相比，微信是建立在现实世界的联系
基础上，而不是虚拟世界。虽然微信是获取就业
信息、职业动态的重要渠道，但微信不能为用户提
供直接的职业体验。因此，微信不能通过亲历的
掌握性经验对大学生的职业发展自我效能产生
影响。

与之相似，微信也不能通过生理和情绪状态
对大学生的职业发展自我效能产生影响。这里的
生理和情绪状态不是指大学生使用微信过程中的
积极或消极情绪，而是指实际执行职业相关任务
时所感受到的情绪状态。因为微信不能让用户直
接体验具体的职业领域，因此大学生不能通过微
信体验到与职业发展自我效能相关的情感状态。

微信允许用户随时以各种形式更新个人状
态，如上传照片、发布动态、修改资料等［19］，这些
状态更新会同步展示给他们的微信好友［20］。微
信不提供隐藏个人账号、资料、照片等公开信息的
选项，这意味着不管用户是否同意，其他人都能够
查看用户的公开信息。此外，那些被大量好友关
注的微信用户，会有意识地管理个人的在线形
象［21］。这为大学生提供了观察职场达人和亲朋
好友职业状态的机会，进而为个人提升职业发展
自我效能提供替代性经验。

在线社区用户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积极的评
论，有助于推动他们对在线社区的自愿捐助行为，

如果捐助行为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认可，自愿捐助
活动将不会持续下去［22］。这些研究都讨论了支
持性评论对用户行为的影响，但都没有更进一步
将他们与能够影响自我效能的社会说服产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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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微信有几项功能能够帮助用户获得关于自己
发布的照片、观点和状态更新的正面评价。用户
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动态后，好友反馈只有“赞”和
“评论”两个选项，这能够过滤掉一些消极负面回
应。另外，微信允许用户通过隐私设置来控制哪

些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动态，这个功能能够让用户
屏蔽掉潜在的消极评价。比如，一名大学生逃课
去做兼职活动，他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动态时会设
置对老师、家长不可见，从而避免他们的消极评
价。通过这些功能，微信用户能够控制消极和有

争议的评论，同时突出显示积极的和支持的评论。
因此，大学生通过微信获得的社会积极性支持能
够影响自身的职业发展自我效能。

总之，微信能够为大学生提供观察学习和社
会支持，并分别转化为替代性经验和社会说服，进

而影响到大学生的职业发展自我效能。

二、研究假设

文章旨在研究微信如何影响大学生的职业发
展自我效能，基于前文的分析，构建了研究模型，

见图 1。

图 1 研究模型

( 一) 微信培育替代性经验

通过使用微信，大学生能够观察学习到他人

的职业经验。为了保留通过观察他人学到的东
西，人们会对学习行为进行符号化的编码。也就
是说，为了更好地保存，观察者会将观察到的行为
转化为符号化的形式，如视觉形象、口头指示、简
单线索等。这种符号化的编码也被称为认知训
练，观察者默默复述观察到的行为，从而增加在相
似环境中对所观察到行为的检索几率［23］。例如，

当一个乘客试图通过观察驾驶员的操作来学习不
熟悉的线路时，他会默记“右 － 右 － 左 － 右”。这
种符号化的编码有助于加强对观察到行为的留存。

符号自我完成理论( symbolic self － completion
theory) 认为，自我概念不完整的人会通过展示与

身份有关的符号来完善自我概念［24］。为了获得
成就感和满足感，个人需要将学到的东西转化为
社会现实，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使学到的东
西得到他人的注意。例如，一个小孩在幼儿园里
从另一个小孩身上学到了如何系鞋带，回到家后，

他会向妈妈展示他学到的东西。这个小孩需要获
得他人( 例如妈妈) 对他新学到东西的认可。

微信是一个理想的社交平台，个人能够通过
微信向家人、朋友和其他联系人展示自己的成就。
在观察学习之后，微信用户会按照社会期望的方
式展示自己学到的东西［25］。在观察学习他人的同
时，微信用户也逐渐意识到自己也在受到他人的观
察学习，这会促使他们积极构建自己的形象［21］。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观察学习对自我呈现存在着显著的正向
影响。

自我呈现理论表明，当人们向他人展示自己
时，他们的态度也会发生改变，以至于他们开始相
信他们就是所呈现的样子，这在涉及到成就、能力
等个人自我概念时显得更为突出。和其他群体一
样，大学生在微信中呈现自己时，可能也会适当地
美化自己的形象。人们不会轻易放弃关于自己的
关键事项，如外在形象［26］。职业发展自我效能是
大学生最重要的自我评估之一，因为就业是他们
上大学的重要目标。人们在选择关注与当前形势
相关的信息时，会按照重要性和相关性进行排
序［27］。为今后的就业做准备是大学生求学阶段
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他们不会忽视在微信上呈
现的自我与实际认知自我之间的不一致，他们会
逐步相信自己已经具备了所展示出的能力。基于
此，提出如下假设:

H2: 自我呈现对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存在着
显著的正向影响。

( 二) 微信产生社会说服

前文已有论述，微信能够让用户在实时更新
状态后获得支持性回应，同时过滤掉可能出现的
消极评论。支持性回应是指参与者认同他人行为
的评论［22］。在微信中，用户状态更新后，能够通
过“点赞”和评论功能获得他人的认可。这种社
会支持的获得，也增加了用户与亲朋友好友之间
的互动，让他们觉得与他人的联系更为密切了。
支持性评论能够唤起积极的兴趣，让人们更能适
应社会的挑战和从社会机会中获益［28］，从而使他
们能够更好地与他人交往。因此，支持性评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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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积极情绪会让人们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增
加他们感知到的社会关系。基于此，提出如 下
假设:

H3: 社会支持对社会关系存在着显著的正向
影响。

社会关系能够提高个人的职业发展自我效
能。对于成熟的成年人来说，社会关系能够通过
指导、反馈和获得更好的信息等方式为职业调整
带来实际的好处。对年轻人来说，社会关系能够
带来安全感和舒适感等情感资源，这能够让他们
更好地投身于职业发展和自由探索未来的职业选
择［29］。

自我决定理论证实了社会关系和职业发展自
我效能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社会关系是影响
人们决心、坚持和复原力最重要的激励因素之
一［30］。拥有密切人际关系的个人更能够成功地
掌控克服发展中遇到的挑战的行为［29］。因此，通
过使用微信获得密切社会关系的大学生在追求和
发展个人职业时，会比没有社会关系或社会关系
弱的大学生更有动力、更持久和更有弹性。

H4: 社会关系对大学生职业发展自我效能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一) 样本选择

在研究样本选择上，遵循以下 3 个原则: ( 1)

全日制大三、大四年级的本科生。考虑到专科生、
研究生与本科生在职业教育上有较大的差异性，

研究选取人数最多的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大
一、大二低年级学生的职业规划和职业选择大多
都不明确，故将研究重点放在大三、大四高年级学
生上。( 2) 调查对象是活跃的而不是沉寂的微信
用户( 也称为潜水者) 。如果将沉寂的用户包含
进去，会影响到自我呈现的测算结果，这是研究的
核心内容之一。研究将活跃的用户定义为每周至
少更新一次动态，并且每周使用微信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3) 参与调查时，调查对象至少有 6 个
月以上的微信使用经历。

( 二) 量表设计

以先前已被验证过的量表为基础，结合微信
使用的具体情况，设计出测量量表。观察学习测
量题项主要参照 Argyris［31］的研究; 自我呈现测量
题项主要参照 Kim 等人［32］的研究; 社会支持测量
题项来自于 Dillard 等人［33］的研究; 社会关系测量
题项来 自 于 Vlachopoulos 等 人［34］ 的 研 究; 参 考
Taylor 和 Betz［13］的研究，设计出了大学生职业发
展自我效能测量题项。问卷采用 Likert7 级量表
进行测量，要求答题者根据自身的实际感受回答，
1 ～ 7 分的含义分别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有点
不同意、一般、有点同意、同意、完全同意”。问卷
设计好后，选取 50 名学生进行预调研，根据结果
对测量量表进行修正，形成最终的测量量表。

( 三) 调查实施

调查在安徽省的 5 所高校中开展，共计发放
问卷 500 份，回收 476 份，问卷回收率 95. 2%，剔
除回答不完整的 15 份，用于研究的有效问卷 461
份，有效问卷率 92. 2%，问卷回收结果比较理想。
461 名 调 查 对 象，从 性 别 上 看，男 生 237 人，占
51. 4% ; 女生 224 人，占 48. 6%。从年级分布上
看，大 三 287 人，占 62. 3% ; 大 四 174 人，占
37. 7% ; 从学科专业分布上看，自然科学类专业
196 人，占 42. 5% ; 社 会 科 学 类 专 业 137 人，占
29. 7% ; 人文科学类专业 128 人，占 27. 8%。从年
龄上看，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21. 2 岁。

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一) 信度与效度检验

首先进行信度分析，以验证量表的可靠性。
利用 SPSS22． 0 软件，通过计算 Cronbach＇s α 系数
验证信度，Cronbach＇s α 系数越高，表明各变量间的
相关性越大，信度越高。Joreskog 建议 Cronbach＇s α
系数低于 0． 30 的测量变量应该考虑删除［35］。经
研究，本研究量表的总体信度为 0. 906，各测量变
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 764 与 0. 868 之间，见
表 1。说明测量量表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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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测量指标

变量 测量题项 标准化载荷 T 值 Cronbach＇s α 系数

观察学习

我会经常关注微信好友发布的职业动态 0． 727 18． 386

我会将观察学习到的他人的职业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吸收
到自己身上

0． 775 16． 348
0． 764

自我呈现
我会尝试建立一个有利的在线形象 0． 676 18． 512
我会向微信好友呈现一个良好的形象 0． 697 19． 787

0． 831

社会支持
我在微信上发布动态，有时会设置对某些人不可见 0． 617 31． 932
我在微信上发布动态后，好友会给我点赞 0． 720 25． 565

0． 785

社会关系
我与微信好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0． 663 23． 127
我能够与微信好友进行良好的互动 0． 743 18． 220

0． 806

职业发展
自我效能

我相信我能够完成与工作相关课程的学习任务 0． 649 14． 831
我相信我能够完成相关的工作任务 0． 618 16． 625

0． 868

通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聚合
效度。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前，需检测各题项
间是否存在着线性关系，是否适合提取因子。利
用 SPSS22. 0 软件，分析量表题项的相关系数矩
阵，计算 KMO 值及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KMO 值为
0. 901) ，结果显示各题项间呈现出较强的线性关
系，比较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
分析法提取公因子，进而使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
载荷矩阵实施正交旋转，得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

矩阵。结果显示( 表 1) ，各测量题项标准化载荷
系数均大于 0. 5，且 T 检验值较大。这表明设计
的测量变量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结合 变 量 相 关 系 数 和 平 均 方 程 提 取 值
( AVE) 测量区分效度。表 2 列出了测量指标的
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相关的数值表明，
AVE 的平方根大于变量间相关系数值，且 AVE
的平方根都大于 0. 5，这表明测量变量具有良好
的区分效度，适合进行路径分析。

表 2 表述性统计分析及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项目 均值 标准差 OL SP SS SＲ CDSE

观察学习( OL) 4． 58 1． 06 0． 83a
自我呈现( SP) 5． 39 1． 01 0． 36b 0． 81
社会支持( SS) 4． 51 1． 12 0． 48 0． 26 0． 82
社会关系( SＲ) 5． 66 0． 95 0． 28 0． 38 0． 49 0． 80

职业发展自我效能( CDSE) 5． 81 0． 91 0． 09 0． 28 0． 18 0． 29 0． 81

注: a 为对角线上加粗数值，表示平均方程提取值( AVE) 的平方根; b 为其他对角单元格数值，表示变量间相关系数值。

( 二) 路径分析

使用 Smart PLS 3． 0 软件的 bootstrapping 程序
进行分析( 5 000 随机样本，n = 461 ) 。样本数量
461 符合通行的条件，即结构方程模型的样本数
量至少是测量题项数量的 10 倍。如图 2 所示，替
代性经验和社会说服的所有路径都获得了支持。
年龄和性别两个控制变量的影响路径都不显著。
观察学习和自我呈现之间的路径系数是正向的和
显著的( β = 0. 361，P ＜ 0. 01) ，假设 H1 获得支持，

这表明观察学习会导致自我呈现。自我呈现对职
业发展自我效能具有显著的影响( β = 0. 283，P ＜
0. 05) ，假设 H2 获得支持，当大学生在微信上积
极展示自己时，他们的职业发展自我效能会受到
正向的影响。

注: * 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

图 2 结构模型检验结果

社会说服部分的路径也获得了支持。首先，

社会支持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路径系数是正向的和
显著的( β = 0. 468，P ＜ 0. 01 ) ，假设 H3 获得了支
持，说明大学生从微信上获得的支持越多，他们感
受到的社会关系就越多。其次，社会关系和职业
发展自我效能感之间的路径系数也是正向的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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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 β = 0. 416，P ＜ 0. 01) ，假设 H4 获得支持，这
表明大学生微信用户感知到的社会关系对培育他
们的职业发展自我效能具有积极的影响。

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大学生职业发展自我效能
之间的关系未能获得验证。性别和年龄与职业发
展自我 效 能 之 间 的 路 径 系 数 均 为 不 显 著 ( β =
－ 0. 068，β = － 0. 056，P ＞ 0. 05) 。因此，性别、年

龄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大学生职业发展自我效能
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

五、结论与启示

实现就业是大学生的重要奋斗目标，而职业
发展自我效能与大学生就业之间密切相关。大学
生职业发展自我效能包括执行与未来职业相关任
务的能力信念，和对完成从事未来职业所需学业
课程的能力信念两个方面，与大学生的未来职业
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高职业发展自我效能的大学
生，往往明晰自身的职业发展目标，相信自己能够
处理好与未来职业相关的各类任务，同时对自己
完成从事未来职业所需学业课程也充满信心。这
类学生往往更容易获得职业成功。互联网时代，

大学生职业发展自我效能的培育路径也在不断扩
展，除了传统的课堂讲授、专业实习等途径外，社
交媒介的使用也对培育大学生职业发展自我效能
发挥着作用。

数据分析结果证实了研究提出的所有假设，

观察学习和社会支持能够转化为替代性经验和社
会说服，进而影响到大学生职业发展自我效能。
具体来讲，通过使用微信，大学生能够关注到他人
的职业动态，从而获得观察学习的机会。大学生
会对观察学习到的知识进行吸收，并通过微信向
他人展示。这种符号化的处理使他们更容易保留
学到的知识，并被他人认可为他们的新成就。人
们对自身能力的信念会根据呈现给他人的内容而
改变。因此，当大学生在微信中积极展示自己时，

他们的职业发展自我效能也会以积极的方式改
变。同样，大学生能够通过微信获得鼓励性信息，

同时抑制潜在的负面信息，从而获得社会支持。
从微信中获得的社会支持，能够增加大学生感知
到的社会关联度，因为人们能与支持的他人相处
得更好。拥有密切社会关系的大学生更能克服遇
到的困难和挑战，进而提高自身的职业发展自我
效能。

研究将自我效能理论引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

大学生职业发展的研究中，探索微信使用与大学
生职业发展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拓展了自我效

能理论的应用范围，也深化了对移动互联网时代
大学生职业发展的理解和研究。微信是一种信息

通信技术，研究证实了大学生使用微信能够通过
观察学习和社会支持两个路径对职业发展自我效

能产生影响，这意味着技术可供性也是自我效能
的来源，完善了自我效能理论。同时，对观察学习

和社会支持两个路径的探索，有助于解释移动社
交应用使用中自我效能提升背后的机理，从而为

有关移动社交应用对个人的影响提供更全面的
解释。

当前，移动社交应用发展迅速，日益成为大学
生日常学习和生活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研究微

信使用对大学生职业发展自我效能的影响具有多
重现实意义。首先，为高校培育大学生的职业效

能感提供了新的思路。高校可以借助微信等社交
平台，通过推出典型事迹、提供支持等方式培育和

提升大学生的职业发展自我效能，帮助他们顺利
找到工作。其次，研究结论能够为研发人员提供

参考，以便在开发设计社交应用时完善相关功能，

更好地发挥社交应用对大学生职业发展自我效能

的积极作用。最后，能够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带来好处。微信使用能够培育大学生的职业发展

自我效能，职业发展自我效能能够影响大学生的

职业选择、职业表现和持久性［36］。面对当前富有

挑战性的就业形势和经济环境，良好的职业发展
自我效能能够让大学生在求职和工作中面对逆境

时坚持不懈，最终获得成功。作为国家重要的人
力资本和人才储备，大学生获得良好的职业发展

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调查对象主

要选取安徽省高校的学生，在普遍性上还需进一
步提高，今后可拓展研究样本的地域范围，以增强

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其次，在控制变量选择
上还需进一步探究。文章选取年龄和性别作为控

制变量，而具体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大三、大四学
生，在年龄上差异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

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下一步研究将会引入学科专
业、生源地等变量，以更为全面地探求微信使用对

大学生职业发展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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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WeChat use on College Students＇Caree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elf － efficacy Theory

ZHAO Lei
( Wendian College，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301，Anhui)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the mobile social application represented by WeChat has
become a part of the study and life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It has a subtle impact on their
learning style，living habits，career choices and so on．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nflu-
ence of WeChat use on college students＇career development self － efficacy on the basis of self － efficacy theory．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combined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WeChat use and career develop-
ment，the paper proposed two paths of influence ( four hypotheses) : observation learning － self － presentation
－ career development self － efficacy; social support － social relationship － career development self － efficacy．
An empir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and the results supported all the four hypot-
heses． The conclusion prove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of WeChat and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development self － efficacy． When college students show themselves actively in WeChat，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self － efficacy also changes in a positive way．
Keywords: WeChat; career development; self －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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